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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WORLD
第65 届世界小姐总决赛

还有 天9
海南·三亚

广大消费者：
三亚市地方税务局 2015 年十二期发票摇奖

活动于 12 月 9 日上午 10 点在三亚市广播电视台
举行，摇奖结果已刊登在三亚市地方税务局官
方 网 站（ 网 址 ：http：//www.tax.hainan.gov.cn/
syds），欢迎广大消费者及时登陆兑奖。

咨询电话：0898—88869636
三亚市地方税务局
2015年 1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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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8 日 16:00 至 9 日 16:00）

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 www.sylr.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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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海南日报》记者彭青林 本报
记者 陈吉楚）12 月 6 至 8 日，省委副书记、省
长刘赐贵在三亚市调研，先后考察了生态修
复和城市修补、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等
方面的情况，与三亚市各级领导干部共同探
讨、谋划“十三五”的发展，并实地考察了 14
个相关项目。

刘赐贵首先考察了三亚东西河整治、三
亚湾原生植被保护、市民果园、抱坡岭生态
恢复情况，对三亚开发移动式污水处理站、
把住宅用地改建为公园等保护生态的举措
和取得的成效表示赞赏，嘱咐三亚落实治理
责任，重点项目带头，精心保护好岸线、水
系、森林等宝贵的资源。

刘赐贵在考察海棠湾地下管廊、崖州中
心渔港、崖州火车站项目建设情况时强调，
推动“大三亚”一体化旅游经济圈建设要基
础设施先行，三亚的“五网”基础设施要与
周边市县延伸对接。争取春节前开通三亚
海上交通，形成以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滨
海旅游公路、海上交通、旅游观光铁路为主
体的“大三亚”旅游交通网络。

刘赐贵考察了海棠湾亚特兰蒂斯、龙江
特色产业小镇、亚龙湾玫瑰谷和博后村乡村
旅游、创意产业园等项目，要求在“十三五”
期间高度重视和全力推进一批生产性项目，
完善创新创业政策，以项目、园区为平台，
吸引更多人才、技术来琼。他一再强调，在

各重点园区要建设、配套最好的小学、幼儿
园 ，解 决 好 入 园 企 业、来 琼 人 才 的 后 顾 之
忧。

刘赐贵还在三亚新机场选址和中科院
三亚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筹）分别召开
现场办公会、座谈会，要求三亚新机场力争
5 年内建成，发挥好“一带一路”门户机场作
用；全力支持产学研紧密结合，推动深海所
与热带海洋学院、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相
互支撑，共同发展。

调研中，刘赐贵对三亚市今年以来坚决
贯彻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创新工作举
措、狠抓工作实效，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要
求三亚市党员干部发扬“马上就办”的良好
作风，继续抓好各项工作，迎接好“两节”旅
游旺季的“大考”。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省委常
委、三亚市委书记张琦，副省长王路、何西
庆、陆俊华，省政协副主席史贻云，省政府
秘书长陆志远参加调研。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岩峻，市委副书记、
常务副市长岳进，市委常委、秘书长鲍剑，
副市长许振凌、李柏青、邓忠、陈小亚、李劲松、
陈晓昆，市政府秘书长林有炽陪同调研。

刘赐贵在三亚调研时指出

“十三五”要重点谋划推进一批重大生产性项目

右图：12 月 7 日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
刘赐贵在三亚崖州中心渔港实地考察。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本报讯（记者 陈吉楚 见习记者 邓铭瑶）
12 月 9 日中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张琦在鹿
回头国宾馆会见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谢国明。

张琦对谢国明来三亚调研表示欢迎，并
代表市委、市政府衷心感谢《人民日报》长期
以来对三亚的关注和舆论支持，特别是今年在
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对三亚打违、微信指尖办
公、旅游市场整治、三亚河治污、旅游警察设
立等工作给予了重点报道，对三亚的工作起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三亚提供了强大的精
神力量。

张琦向谢国明介绍了三亚的建设情况。
他说，省委交给三亚的任务就是把三亚建设
成为国际化热带滨海旅游精品城市。今年以
来，三亚积极开展“双修”、“双城”试点工作。

“双修”就是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三亚是全
国唯一的试点城市。在生态修复方面，三亚
做了一系列工作，包括修复抱坡岭，在三亚湾
种植沙生植物防止泥化，建设三亚市民果园，
建设美丽乡村中廖村等等。在城市修补方
面，打好广告牌匾整治、城市绿化改造、违法
建筑拆除、城市色彩协调、城市亮化规划、城
市天际线和街道立面改造等“六大战役”。三
亚还按照省委的要求，打好媒体宣传和旅游

市场整治两个“翻身战”。在媒体宣传方面，
《人民日报》给了三亚很大的支持，把握了舆
论和正能量。在旅游市场整治方面，出台了
一系列整治措施，比如开展百日整治行动，建
立三亚市民游客中心，设立三亚旅游警察支
队，主动出击，全面整治三亚旅游市场秩序。
三亚感谢《人民日报》对三亚工作的支持，也
希望《人民日报》继续关注三亚，提供舆论支
持。

几年前来过三亚的谢国明感叹说，这次
在三亚调研期间，了解了三亚的“双修”、“双
城”工作，在三亚市民游客中心走访了旅游警
察支队、旅游巡回法庭、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和
12301 旅游服务热线中心，感到三亚的巨大变
化，也看到了三亚市委、市政府“正气足、政治
强、敢担当”的作风。尤其是三亚在打违中，拿
出了魄力，将违章建筑一拆到底，切断了各种
利益链，赢得了支持。三亚旅游警察支队设立
两个月以来，依法依纪查处涉旅案件，维护了
旅游市场秩序和广大游客的利益。《人民日报》
将继续支持三亚开展各项工作，加强重点宣
传报道，为三亚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孙苏，市外宣办以及
人民日报社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张琦会见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谢国明

12 月 9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张琦在鹿回头国宾馆会见人民日报社
副总编辑谢国明。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本报讯（记者 汪慧珊 实习生 苏文
盈）12 月 9 日上午，2015 三亚文化产业
博览会文化产业重点项目推介会暨签
约仪式在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菩提
酒店举行。会上，对三亚千古情二期、
三亚亚特兰蒂斯、国际玫瑰谷、三亚罗
蓬外交庄园、海南省动漫基地（三亚）5
个省市重点文化产业项目进行了推介，
并举行了三亚罗蓬外交庄园、海南省动
漫基地（三亚）、三月三民族文化广场 3
个总投资超过 50 亿元项目的签约仪式
以及《中国创客陈名乔》新书发行仪式。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孙苏出席并致辞。

孙苏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前来参加

文化产业重点项目推介会暨签约仪式
的海内外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多年来
一直关心支持三亚文化产业发展的各
界人士和企业家表示衷心感谢。

孙苏说，三亚不仅是一座国际旅游
名城，也是一座既有悠久历史又充满时
尚魅力的文化城市。三亚市委、市政府
历来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始终坚持

“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发展战略，
并在全省率先制定一系列发展文化产业
的政策和措施，致力于改善、优化文化产
业发展环境，到目前为止已吸引国内外
48 个大型文化产业项目落地，总投资超
过千亿元。逐步形成了以文化旅游为主

体、以影视传媒、文化创意、文化会展、
旅游演艺、动漫游戏、工艺美术、休闲疗
养为支撑的初具规模的八大文化产业体
系。2014 年，三亚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约 5.1%，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三亚的
一个支柱性产业，成为三亚转变发展方
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抓手。

孙苏表示，三亚市已被国家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列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
海绵城市和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综合试
点城市，开展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推进
海绵城市和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是提高
三亚市规划建设设计水平，完善城市功
能，提升风貌特色的有效途径和重要举

措。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把三
亚、海口列为海上合作战略支点城市，
强化三亚国际门户机场功能。我们将
抓住新的机遇，进一步优化投资服务环
境，建立文化产业项目审批绿色通道，
在政策、资金、人才、宣传各个方面给予
大力支持。孙苏希望广大海内外投资
者继续关注、关心三亚文化产业，抢抓
合作发展共赢的难得商机，投资三亚文
化产业，在国际化热带滨海旅游精品城
市建设历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会上，市文化产业办负责人公布了
三亚市 2013、2014 年海南省重点文化产
业项目名单。

三亚文博会文化产业重点项目
推介会暨签约仪式昨日举行

3个项目签约，总投资超过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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